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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小學 014690 瑞芳區 市立九份國小         48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11 平溪區 市立十分國小         43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9 雙溪區 市立上林國小         45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9 平溪區 市立平溪國小         37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1 瑞芳區 市立瓜山國小         34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5 瑞芳區 市立吉慶國小        246        60

新北市 小學 014700 雙溪區 市立牡丹國小         30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6 貢寮區 市立和美國小         27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8 雙溪區 市立柑林國小         22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2 貢寮區 市立貢寮國小         48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3 瑞芳區 市立猴硐國小         46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10 平溪區 市立菁桐國小         42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86 瑞芳區 市立瑞芳國小        785       160

新北市 小學 014694 瑞芳區 市立瑞亭國小         75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88 瑞芳區 市立瑞柑國小         92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89 瑞芳區 市立瑞濱國小        110        40

新北市 小學 014687 瑞芳區 市立義方國小         95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8 貢寮區 市立福連國小         19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3 貢寮區 市立福隆國小         3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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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小學 014696 瑞芳區 市立鼻頭國小         32        20

新北市 小學 014704 貢寮區 市立澳底國小        122        40

新北市 小學 014692 瑞芳區 市立濂洞國小         26        20

新北市 小學 014697 雙溪區 市立雙溪國小        123        4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25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D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10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7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53 瑞芳區
新北市立猴硐—蒙特梭利實驗小學附設幼

兒園
        19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9R 瑞芳區 新北市立瑞芳幼兒園         30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9R-07 瑞芳區 新北市立瑞芳幼兒園爪峰分班         39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80 瑞芳區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         52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85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48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48-01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龍

門分班
        13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79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15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4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23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24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瓜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4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54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8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11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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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幼兒園 014Y05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B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瑞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3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53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0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Y81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4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6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8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7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濂洞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H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0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3K08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4        20

新北市 幼兒園 014X18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4        20

新北市 高中職 013402 瑞芳區 市立瑞芳高工      1,117       240

新北市 高中職 014399 貢寮區 市立豐珠中學         24        20

新北市 高中職 014347 雙溪區 市立雙溪高中        350        80

新北市 高中職 011399 瑞芳區 私立時雨高中        726       160

新北市 國中 014550 平溪區 市立平溪國中         66        20

新北市 國中 014546 貢寮區 市立貢寮國中        108        40

新北市 國中 014545 瑞芳區 市立欽賢國中         60        20

新北市 國中 014544 瑞芳區 市立瑞芳國中        448       100

新北市 國中 014347 雙溪區 市立雙溪高中附設國中部        172        40

新北市 國中 011399 瑞芳區 私立時雨高中附設國中部        992       20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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